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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伏以来，福州市内大大小小的沿河公园和

滨河林荫绿道吸引了不少前来纳凉的市民。

“天气太热了，但是总在家里开着空

调也不行。趁着晚上到河边走走，就当

锻炼身体了。”傍晚时分，市民王敏在

福州市左海公园附近的梅峰河边纳

凉。他告诉记者，过去梅峰河是

典型的黑臭水体，沿河两侧有

不少餐馆往河道中排放污

水。经过治理，现在河水清

澈,沿河两侧是茂密的植

被和宽敞的休闲步道，

亭台石凳散落其间，一

派 小 桥 流 水 的 诗 情

画意。

水岸同治

福州别称榕城，

三 面 环 山 、一 面 临

海，闽江穿城而过，

城区河网密布，水巷

蜿蜒，共有内河 150 余

条 ，总 长 超 过 250 公

里，汇水面积 300 多平

方公里，是国内水网平

均 密 度 最 大 的 城 市 之

一。随着城市化和工业

化的进程，福州的内河

环 境 受 到 了 破

坏 ，建 成

区中就有 44 条黑臭水体，城区内涝、水体黑臭等

问题严重困扰了市民生活。

“为消灭城市黑臭水体，还百姓清水绿岸、鱼

翔浅底的景象”，让百姓更有幸福感、获得感，福州

市委、市政府持续推进水系综合治理、改革创新、

综合施策，举全市之力打好新时代治水攻坚战。

福州市城乡建设局给排水处副处长刘锋杰告

诉记者，面对治水难题，当地综合考虑整个城区的

山川水系、地形地貌、水系布局、流向、流量、密度、

标高，以及上下游、左右岸、地表地下之间的关系，

提出整体解决办法，“比如，针对晋安河内涝问题，

在上游的琴亭湖开挖扩容 40万立方米，在下游的

光明港清淤 60万立方米，还实施晋安河直排闽江

工程，从头到尾疏通水系”。

为改变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割裂式

治理方式，福州将内涝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污染

源治理、水系周边环境治理等方案同步实施、环环

相扣。比如，在内涝治理方面，按照“上截、中疏

（蓄）、下排”的思路，提出了高水高排、扩河快排、

分流畅排等 9 大策略；在黑臭水体及周边环境治

理方面，制定了全面截污、全面清淤、全面清疏等

9 项措施以及种树、修路、亮灯、造景、建园 5 个办

法，推动全链条治理。

“内河黑臭问题‘症状在水中、根源在岸上、核

心是管网’。”刘锋杰表示，为达到水岸同治、源头

管控，福州拆除内河两侧 6米内建筑，沿河埋设大

口径球墨铸铁截污管，加强雨污分流，全面推进管

网修复提升和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做到污

水不入河。同时，排查整治污染源 3507 个，取缔

小散乱污企业 186 家，规范整治隔油池、沉淀池、

排废口等设施，实现从源头上截污治污。

“双手”合力

位于福州杨桥路的陆庄河承载了福州众

多历史记忆，陆庄桥、高峰桥、高将军亭等历史

古迹皆位于陆庄河沿线。全长 1.1公里的河

道两旁是宽敞的人行步道，还设置了不

少石桌凳供行人休憩，驳岸中“生”出的

一棵棵榕树俯向河内，绿意洒满河

面。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蚊蝇飞

舞、令人掩鼻的臭水沟。

陆庄河位于白马河和新溪河

之间，卡在两河之间的陆庄河水难

以流动，造成河水淤积恶臭。而陆

庄河流经不少老旧小区，以前河两

岸是“死胡同”，连基本通行都成问

题，治理起来难度极大。

治水工程启动后，在相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河道两旁的杂物间、老

旧围墙等被一一拆除。通过系列建设

并添加补水设施，在启用泵闸后，白马

河水通过陆庄河流向新溪河，变成永久

单 向 流 动 水 体 ，河 水 水 质 得 以 大 大

改善。

像陆庄河这样的水体治理，工程

浩大、涉及面广，治理并非易事。据福

州北控鼓台水系环境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余杨钦说，福州探索市

场化运作模式，将内河按流域

打包，形成 7 个水系治理

PPP 项目包，通过公

开 招 标 ，引 进 了

中国水环

境等专业团队参与水系治理，实现“让专业的人做

专业的事”。

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握在了一起，治理费用

先由社会资本方投资，政府按效付费，运用经济杠

杆，保证项目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双手”合力，使

福州在工程建设中积极采用新的技术、新的设备、

新的工艺，用专业的技术攻克难题。比如，在河道

清淤中采用干塘清淤法，建设花园式底泥处理厂；

在梅峰河等内河治理中，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

施；在瀛洲河污水管道铺设中，采用地下打洞的

“顶管技术”等。

余杨钦表示，为解决“建管脱节”问题，福州将

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确定为 15年，企业在 2年至 3

年的建设期后，还需负责 12 年至 13 年的运维，确

保“谁建设、谁养护”。同时，设立对水质维持、环

卫保洁、设备运行等情况的综合评价体系，评判结

果与付费直接挂钩。

常态化监管养护也必不可少。福州试点设立

“水系智慧公示牌”，实时监测并公示水质 pH 值、

溶解氧、浊度等参数，便于市民监督水系治理成

效。目前已在福建省率先组建了 60 人的水系巡

查队伍和126人的“护河团”。

生态福祉

“为畅通生态循环水系，让水多起来、动起来、

清起来，福州采取了水系连通、水体流动、生态补

水等办法，运用闽江潮汐规律，每天两次引闽江水

入城，对内河实施生态补水。”福州市城市排水有

限公司董事长郑华说。

在治水过程中融入生态修复理念是福州水系

治理的一大突出特色。在这一理念引领下，福州

变“工程治水”为“生态治水”，在浦东河、台屿河等

内河治理中，采用生态驳岸，保持河道自然风貌，

实现河水与地下水自由交换，拓宽水生动植物的

栖息空间。

福州还打通 13 条断头河，全面清淤河道，建

设推流泵站，让水流保持在每秒0.2米以上；加固、

加高水系入江入海闸门，把水留住、增加水量，内

河水位平均提高 1.2 米至 1.8 米；综合采取曝气充

氧、生物治理等手段，提升内河自净能力，进一步

改善水质。

记者在福州知名景点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内

的三捷河边看到，沿河两侧绿树成荫，青砖白墙掩

映其中，斑驳的石板路通向幽深的街巷，充满古朴

气息。

郑华告诉记者，三捷河自古繁华，唐代以来就

是福州的重要航运通道。进入 21世纪以后，沿河

餐饮业的繁荣以及两岸人口的持续增长，数倍于

以往的生活污水直排入河，大大超出了河道自净

能力，导致底泥淤积、河道淤塞、水体黑臭，严重影

响了周边居民和商户的生产生活。2017 年，三捷

河纳入鼓台中心区水系综合治理 PPP 项目，进行

治理。

为确保古驳岸安全，施工团队在干塘清淤的

基础上进行河底铺砌，用碎石、卵石等把底泥与河

水“物理隔离”，实现河水与下部土体的自然生态

交换。治理后的三捷河，水清岸绿，多种水生植物

点缀河中，令游人心旷神怡。

此外，福州还创新提出“串珠公园”理念，以沿

河步道和绿带为“串”，以有条件的块状绿地为

“珠”，打造滨水生态休闲空间，建成沿河串珠公园

379 个，滨河林荫绿道 500 多公里，新建和提升公

园绿地 5000多亩，让市民真正享受到“推窗见绿、

出门见园、行路见荫”的生态福利。

统筹推进城区水系综合治理，让福州城

区44条黑臭水体全部消除黑臭，99条主干河

道和 39 条支流全面完成治理，防涝能

力大幅提升，涉水设施短板逐步

补齐，基本实现了“水清、

河畅、岸绿、景美”的

目标。

一座伟大城市的孕育、生长、兴盛、传承，

都离不开“水”。千百年来，人们逐水而居，城

市文明因水而兴。伴随工业化的进程，水环境

一度受到污染和破坏。可以说，工业文明的历

史有多久，治水的历史就有多久。河湖是有层

次的复合系统，系统治理非常重要。

采访福州治水，听得最多的几个词就是

“水系连通”“水多水动”“人水共生”，福州通过

畅通生态循环水系，让滨水绿地成为人们休闲

的空间，成为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为城

市增添了灵动感。

得益于河湖长制等卓有成效的制度创新，

近几年我国在河湖综合治理、水生态保护等方

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从当前国内不少地

方的治水实践来看，过去那种“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割裂式治理方式已经不合时宜，综合

施策、统筹治理，特别是在治水过程中融入生

态修复理念和技术，已成为公认的人与自然和

谐的治污思路。

保护河湖生态贵在坚持。治水并不是一

次性的任务，而是久久为功的过程。工程完成

后的管理保护，才是治水者要面对的真正考

验。对政府来说，可引入社会资本全程参与流

域治理和日常保洁维护，“双手”共同形成合

力。对于广大市民来说，也要主动参与治理和

监督，不做旁观者，要做参与者，齐心协力创建

党 委 政 府 牵 头 、社 会 协 同 的 共 建 共 享 共 治

格局。

许多城市河流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因而

在治水过程中，要注重保留河流沿岸的历史风

貌及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不同的城市有不

同的文化传统，河道景观设计要体现当地独特

的文化内涵，彰显城市的人文特色。一个成功

的河道景观工程不仅是实用性和美感兼顾的

工程，更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景观和现

代景观的融合体。福州在治水过程中对河流

沿岸历史性遗址的保护开发，就充分继承和延

续了历史脉络，提

升 了 城 市 的 人 文

魅力。

治水需要系统思维
刘春沐阳

福州城水相融记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盛夏来临，正是草原水草丰美的时节。坐在自

家屋子里，看看在远方自在吃草的羊群，抬头望着

在院子里骑单车的孩子和收拾院落的媳妇……“这

就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孟克巴雅尔说。

孟克巴雅尔的悠闲是有底气的，今年 38岁的他

是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恩和吉

日嘎郎嘎查牧民，目前承包经营草场面积 6624 亩，

租赁草场2208亩，主要养殖乌珠穆沁羊，现有600多

只羊、40 多匹马。“我们的羊是生态羊，吃的是草原

上的天然牧草，喝的是无污染山泉水，在市场上很

受欢迎。”孟克巴雅尔说。

孟克巴雅尔深知，自家的生态羊离不开原生态

的大草原。在相关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支持下，孟

克巴雅尔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将自己承包的

8000多亩草场分成冬春季放牧区、夏秋季放牧区和

打草场区等区域，实施季节性划区轮牧。为有效保

护草牧场，他严格落实春季牧草返青期休牧制度。

将“生态”进行到底、尽量减少人为干预，孟克

巴雅尔先后投资 20 多万元安装了牧场远程监控设

备、自动饮水设备，并建设了标准化暖棚、储草棚、

饲喂槽等，一个现代化智慧家庭牧场雏形已现。

锡林郭勒19.2万平方公里的天然草原是距首都

最近的草原牧区，也是闻名遐迩的天然大草原。近

年来，锡林郭勒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化畜

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伸产业链、畅通供应链、

提升价值链，扎实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当地全

力打造锡林郭勒羊区域公用品牌，推动锡林郭勒生

态羊产业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

这些年，锡林郭勒盟先后引进和培育大庄园、

额尔敦肉业、羊羊牧业等国内知名肉食品加工企

业。全盟现有肉食品加工企业 100 多家，年出栏肉

羊760万只左右，年生产羊肉产品15万吨以上，羊肉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在7月19日举行的中国肉类协

会 2021年生态羊产业峰会（锡林郭勒）上，锡林郭勒

盟被中国肉类协会授予“中国生态羊都”称号。

锡林郭勒盟额尔敦食品公司总经理孙洪涛说，

锡林郭勒生态羊指的是在原生态草原上自然放牧，

不进行舍饲圈养的羊只，主要包括乌珠穆沁羊、苏

尼特羊等。“我们的草场是原生态无污染的草场，草

畜平衡水草丰美。生态羊全年自然放牧，冬春季节

适当补饲。”孙洪涛告诉记者，市场上对锡林郭勒生

态羊的认可度很高，公司屠宰场锡林郭勒羊肉的开

库价每斤要比普通育肥羊的价格高出几元钱。

西乌珠穆沁旗乌兰哈拉嘎苏木萨如拉图雅嘎

查牧民恩克白乙拉十分清楚“生态羊”名声来之不

易。“我从 2018年开始着手乌珠穆沁种公羊培育，同

时严格筛选乌珠穆沁基础母羊，不断提升乌珠穆沁

羊个体质量，从而提高养殖乌珠穆沁羊的整体效

益。”恩克白乙拉告诉记者，由于培育的

种公羊品质优良且稳定，受到了市场广

泛认可，这些年家庭收入稳步提升。

生态羊带动牧民增收致富还体

现在生态文化旅游的发展上。“养殖

生态羊的关键在于少养精养，保护草

原，越来越好的草原生态还吸引了各

地游客前来生态观光体验，进一步

拓宽了牧民增收渠道，逐渐走出一条

‘牧民富、生态美’的乡村牧区振兴发

展新路子。”东乌珠穆沁旗额吉淖尔

镇哈日高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理事会

会长浩毕斯嘎拉图告诉记者。

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副局长阿拉腾

苏和说，锡林郭勒肉羊产业是锡林郭勒

盟畜牧业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将主要

在提纯复壮、杂交育肥、品牌营销上下功夫，

在中北部和西部地区建设“锡林郭勒羊中国特

色农产品优势区”，草原羊饲养量稳定在 1000

万只。

“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我们在夯

实草原肉羊产业发展和品牌优势基础上下功夫，减

轻草场压力、实现均衡出栏、促进农牧民增收。”阿

拉腾苏和说。

锡林郭勒草原养出生态羊
本报记者 余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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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福州西湖公园及周边城市景观福州西湖公园及周边城市景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姜克红摄摄

图图②② 白鹭在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白鹭在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觅食然保护区觅食。。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魏培全摄摄

图图③③ 福州左海公园周边城市景观福州左海公园周边城市景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姜克红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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